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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必须通过 6 针 RJ-11 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到模拟电话线路（非随机提供）。在某些国家/地
区，还需要使用相应国家/地区专用的调制解调器电缆适配器。数字 PBX 系统的插孔可能与模拟电话插
孔的外观相似，但是与此调制解调器不兼容。

警告！ 如果将计算机内部的模拟型调制解调器连接到数字线路上，可能会对调制解调器造成永
久损坏。如果无意中将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到数字线路上，应立即断开。

如果调制解调器电缆上带有能够防止电视和无线电接收干扰的噪声抑制电路 (1)，请将电缆的电路所在
端 (2) 对准笔记本计算机。

注意 笔记本计算机的外观可能与本指南中的插图有所不同。调制解调器插孔的位置随机型而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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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调制解调器电缆。

警告！ 为减少电击、火灾或损坏设备的危险，请不要将调制解调器电缆（非随机提供）插入
RJ-45（网络）插孔。

要连接调制解调器电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调制解调器电缆插入笔记本计算机上的调制解调器插孔 (1)。

2. 将调制解调器电缆插入 RJ-11 墙上电话插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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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国家/地区专用的调制解调器电缆适配器
电话插孔随国家/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要在笔记本计算机购置地点以外的国家/地区使用调制解调器和
调制解调器电缆（非随机提供），必须拥有相应国家/地区专用的调制解调器电缆适配器。

要将调制解调器连接到不带 RJ-11 电话插孔的模拟电话线路上，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调制解调器电缆插入笔记本计算机上的调制解调器插孔 (1)。

2. 将调制解调器电缆插入国家/地区专用的调制解调器电缆适配器 (2)。

3. 将相应国家/地区专用的调制解调器电缆适配器 (3) 插入墙上电话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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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位置设置

查看当前的国家/地区选项

要查看调制解调器当前的国家/地区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2. 单击 Clock, Language, and Region（时钟、语言和区域）。

3. 单击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区域和语言选项）。

4. 在 Location（位置）中，查看您当前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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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行时添加新位置

默认情况下，调制解调器唯一可用的位置设置是笔记本计算机购置地点（国家/地区）所对应的位置设
置。当您前往不同的国家/地区时，请对内置调制解调器进行设置，使其位置设置符合当前所在国家/地
区的使用标准。

当您添加新的位置设置后，笔记本计算机会将其保存起来，以便您随时切换这些设置。您可以针对任何
国家/地区添加多个位置设置。

小心 为了防止丢失本国/本地区的设置，请不要删除调制解调器当前的国家/地区设置。要在其
它国家/地区启用调制解调器，同时保留本国/地区的配置，应针对每个需要使用调制解调器的地
点来添加新配置。

小心 为了防止配置调制解调器时违背所前往的国家/地区的电信法规，请根据笔记本计算机所处
的地点来选择国家/地区。国家/地区选择不当可能导致调制解调器无法正常使用。

要为调制解调器添加位置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Hardware and Sound（硬件和声音）>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2. 在 Dialing Rules（拨号规则）标签上，单击 New（新建）。（将显示 New Location（新位置）
窗口。）

3. 在 Location name（位置名称）框中，输入新位置设置的名称，如住宅、办公室等。

4. 从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国家/地区。（默认情况下，如果调制解调
器不支持所选的国家/地区，便会显示 USA（美国）或 UK（英国）的国家/地区选项。）

5. 输入区号、载波代码（如果必要）和电话号码以访问外线（如果必要）。

6. 然后单击 Tone（音频）或 Pulse（脉冲）进行拨号。

7. 单击 OK（确定）保存您的新位置设置。（将显示 Dialing Rules（拨号规则）窗口。）接着

● 要将新的位置设置设成当前位置，请单击 OK（确定）。

● 要将其它位置设置选作当前的位置设置，请单击 Location（位置）列表中的首选设置，然后
单击 OK（确定）。

注意 您可以按照上述步骤，添加本国/本地区以及其它国家/地区各个地方的位置设置。例
如，您可以添加一个名为“Work”的设置，其中应用拨接外线的拨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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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在外出旅行期间出现的连接问题

如果在笔记本计算机购置地点以外的国家/地区使用笔记本计算机时，调制解调器出现了连接问题，请尝
试下列建议。

● 检查电话线路类型。

调制解调器要求使用模拟电话线路，而不是数字电话线路。所说的 PBX 线路通常是数字线路。数
据线路、传真机线路、调制解调器线路或标准电话线路则通常是模拟线路。

● 检查是脉冲拨号还是音频拨号。

在脉冲拨号或音频拨号两种拨号方式中，模拟电话线路支持其中的一种。在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设置中，可以选择上述拨号方式选项。所选的拨号方式选项必
须与您所在地电话线路支持的拨号方式相符。

要确定电话线路支持的拨号方式，请在电话上拨几个数字，然后听一听是嘀嗒声（脉冲）还是音频
拨号音。如果是滴答声，则表示电话线路支持脉冲拨号。如果是音频拨号音，则表示电话线路支持
音频拨号。

要更改当前调制解调器位置设置中的拨号方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Hardware and Sound（硬件和声音）>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b. 单击 Dialing Rules（拨号规则）标签。

c. 选择调制解调器的位置设置。

d. 单击 Edit（编辑）。

e. 单击 Tone（音频）或 Pulse（脉冲）。

f. 单击两次 OK（确定）。

● 检查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以及远程调制解调器的响应。

拨打该电话号码，确保远程调制解调器发出响应，然后挂机。

● 对调制解调器进行设置，使其忽略拨号音。

如果调制解调器接收到不能识别的拨号音，则不会拨号，并显示“No Dial Tone（无拨号音）”的
错误信息。

要在拨号前对调制解调器进行设置，使其忽略所有拨号音，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Hardware and Sound（硬件和声音）>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b. 单击 Modems（调制解调器）标签。

c. 在列表中单击选择调制解调器。

d. 单击 Properties（属性）。

e. 单击 Modem（调制解调器）。

f. 清除 Wait for dial tone before dialing（拨号前等待拨号音）复选框。

g. 单击两次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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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除 Wait for dial tone before dialing（拨号前等待拨号音）复选框后，仍然收到“No Dial
Tone”（无拨号音）错误消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 Start（开始）>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Hardware and Sound（硬件和声音）>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2. 单击 Dialing Rules（拨号规则）标签。

3. 选择调制解调器当前的位置设置。

4. 单击 Edit（编辑）。

5. 从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下拉列表中选择您当前所在的位置,并在“区号”框里输入区号。
默认情况下，如果调制解调器不支持所选的国家/地区，便会显示 USA（美国）或 UK（英国）的
国家/地区选项。

6. 单击 Apply（应用），然后选择 OK（确定）。

7. 在 Phone and Modem Options（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窗口中，单击 Modems（调制解调器）
标签。

8. 在列表中单击调制解调器，然后单击 Properties（属性）。

9. 单击 Modem（调制解调器）。

10. 清除 Wait for dial tone before dialing（拨号前等待拨号音）复选框。

11. 单击两次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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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域网

连接局域网 (LAN) 时需要使用 8 针的 RJ-45 网络电缆（非随机提供）。如果网络电缆上带有能够防止
电视和无线电接收干扰的噪声抑制电路 (1)，请将电缆的电路所在端 (2) 对准计算机。

注意 笔记本计算机的外观可能与本指南中的插图有所不同。网络插孔的位置随机型而异。

要连接网络电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网络电缆插入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网络插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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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网络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墙上网络插孔 (2)。

警告！ 为减少电击、火灾或损坏设备的危险，请不要将调制解调器电缆或电话线插入
RJ-45（网络）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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